




 

ii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逐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如下：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230794 236682  2.5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3534 199024 2.8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16548  16548 -30.89% 

单位产品焦炭排放量（tCO2/t） 0.193  0.192 -0.22% 

由上表可以看出，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单位产品焦炭

排放量逐年下降，从数据分析，只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波动-30.89%，原因为

企业加大管理力度，焦炉煤气制甲醇利用提高，减少使用焦炉煤气，提高甲醇制

成率，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大大降低，其他的都波动不大，没有异常。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其他未覆盖或需要特

别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王高强 签名  日期 2020 年 04 月 15 日 

核查组成员 陈士强、朱丽娟 

技术复核人 段理杰 签名 
 

日期 2020 年 04 月 16 日 

批准人 卢中强 签名 
 

日期 2020 年 0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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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为摸清企业实际碳排放量，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河南冶金所”）受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鸿煤化”）的委托，对中鸿煤化 2019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

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中鸿煤化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

完整可信，是否符合《独立焦化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 根据《中国独立焦化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

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 

1.3 核查准则 

-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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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 平台）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 《煤中碳和氢的测定方法》（GB/T 476-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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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核查任务以及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按照河南省冶金研究

所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

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王高强 组长 

企业碳排放边界的核查、能源统计报表及

能源利用状况的核查，2019 年排放源涉及

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查、排放量计算及

结果的核查等 

2 陈士强 组员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业务流程的核查、计

量设备、主要耗能设备、排放边界及排放

源核查、资料整理等 

3 朱丽娟 组员 
2019年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核

查、排放量量化计算方法及结果的核查等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0 年 04 月 08 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初

步的文审，文件评审的内容包括《2019 年碳排放报告（初版）》以

及相关支持性文件，了解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工艺流程、组织机构、

能源统计报表等。核查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

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现场评审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

告附件“支持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0 年 4 月 09 日-10 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

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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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勘查、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

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 门 职 务 访谈内容 

2020 年

04 月

09-10

日 

毕雅梅 - 常务副总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

生产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和

补充数据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

立情况。 

3）对排放报告和监测计划中的相关

数据和信息，进行核查。 

4）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

校验情况进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

设施、计量和检测设备。 

5）对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涉及的

碳排放和生产数据相关的财务统计

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查 

郭香利 环保节能部 部长 

何阳 工艺管理部 部长 

孙自可 总工办 部长 

鲁向钧 设备部 部长 

薛庆庆 财务部 副部长 

焦文涛 供应部 部长 

黄洪涛 化验室 主任 

关少华 环保节能部 副部长 

夏功显 企管部 副部长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遵照《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要求，并根据文件评审、现场审核发现以及核查组在确认关闭

了企业所有不符合项后，完成数据整理及分析，并编制完成了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核查组于 2020 年 04 月 15 日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河南冶金所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

过了河南冶金所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

技术复核由 1 名具有相关行业资质及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核人员根据

河南冶金所工作程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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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河 南 中 鸿 集 团 煤 化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404681793877K，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关庄村，法定代

表人艾护民，成立于 2008 年，由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河南中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峰钢铁（张家港）有限公司

三家股东共同持股，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占地总面积 956 亩，现有资产总额 55.67 亿元，员工 902

人，现有 2×60 孔固定站式 6 米捣固焦炉，是我国自行研发设计、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第一座固定站式捣固焦炉，其装备、技术

水平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年产焦炭 130 万吨、粗苯 1.7 万

吨、硫铵 1.7 万吨、甲醇 10 万吨、焦油 6.5 万吨、合成氨 5 万吨。 

受核查方设立了环保节能部、设备部、财务部、企管部、供应部

等部门，其中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由环保节能部负责。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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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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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通过查阅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简介），与机构负责人交

谈并走访了相关项目及部门后，核实以下企业主要服务信息：河南中

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炼焦、化工及焦炉煤气的综合利用。 

工艺过程：公司 130 万吨捣固炼焦生产系统主要分为四个系统：

物流及配煤系统、炼焦系统、煤气净化系统及煤气综合利用系统。主

要生产工艺是将各种结焦性能不同的煤按一定比例配合炼焦，目的是

在保证焦炭质量的前提下，扩大炼焦用煤的使用范围，合理地利用煤

炭资源并尽可能得到多种化工产品。配合煤装入焦炉炭化室，通过两

侧燃烧室加热干馏，形成焦炭产品，同时析出荒煤气。荒煤气由炭化

室出来经上升管到集气管，经循环氨水喷淋降温冷却分离出焦油；经

吸气管到初冷器，煤气经过冷却和各种吸收剂处理，可提取出焦油、

硫磺、硫铵、粗苯等化工产品，并最终得到净化的焦炉煤气，净化后

煤气部分用于炼焦系统和城市供气，其余进入煤气综合利用系统生产

甲醇及合成氨。 

（1）物流及配煤系统  

公司原料煤使用分为物流中心卸车储存系统和公司内部配煤使

用系统两大部分。  

物流中心卸车储存系统由铁路专用线、翻车机、1 号储煤大棚（储

煤量 8 万吨）、2 号储煤大棚（储煤量 3 万吨）组成。 公司内部配

煤系统采用计算机配煤、两级粉碎工艺，工艺过程简洁、设备较少、

布置紧凑、操作方便。主要由受煤坑、贮煤场、配煤室、粉碎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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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煤塔顶、全封双向带式输送机、煤转运站等组成，并设有煤制样室

等设施。 

单种精煤依次通过堆取料机由全封闭双向带式输送机送至主厂

区储煤棚分类堆放。根据炼焦配煤需要单种精煤通过受煤坑送入皮带

经一次粉碎后分别送入配煤槽，各配煤槽中煤料经皮带称自动配煤装

置配合后经过二次粉碎后送往捣固炼焦煤塔，供焦炉使用。 

（2）炼焦系统： 

公司采用 2×60 孔 WKD6050D 型捣固焦炉。WKD6050D 型捣固

焦炉为双联火道、废气循环、焦炉煤气下喷的单热式焦炉，该焦炉炭

化室高 6.0m、平均宽为 500mm，是国内乃至世界上容积较大的捣固

焦炉，实现了捣固炼焦的大型化。 

粉碎后的配合煤送至贮煤塔。由煤塔通过摇动给料机将煤分批装

入装煤车的煤箱内，由捣固机将煤捣固成煤饼，再由装煤车按作业计

划从机侧送入焦炉炭化室，在燃烧室加热作用下，配合煤在炭化室中

高温干馏生成焦炭和荒煤气。灼热焦炭由推焦机推入熄焦车，进入干

熄炉熄焦，熄焦后焦炭由全封闭管状带式输送机送至物流中心，经筛

分分级后销售；在熄焦同时利用低温氮气回收红焦显热产生蒸汽，进

行发电，供公司生产生活用电。 

在炼焦过程中回炉煤气燃烧后产生的高温废气进入余热回收系

统产生蒸汽，供公司化产回收工艺使用。 

荒煤气经循环氨水喷洒降温后，进入煤气净化系统。 

（3）煤气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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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净化系统主要由冷凝鼓风工段、硫铵工段、终冷洗苯工段、

粗苯蒸馏工段、脱硫工段组成。 

1 鼓冷工段： 

炼焦过程产生的荒煤气和氨水一同进入气液分离器，分离器底部

的氨水和焦油流入机械化氨水澄清槽，上部的氨水进入氨水中间槽，

再由循环氨水泵送至焦炉集气管循环喷洒，剩余氨水送入剩余氨水

槽，用泵送熄焦塔与循环水汇合熄焦。机械化氨水澄清槽下部分离出

来的焦油入焦油槽，与底部沉降的焦油渣直接外销。初冷后的煤气进

入硫铵工段。 

2 硫铵工段： 

煤气在饱和器经循环母液喷洒，其中的氨被母液中的硫酸吸收，

送至终冷洗苯工段。吸收了氨的循环母液形成的结晶浆液排放到离心

机，经干燥冷却后进入硫铵贮斗，然后称量、装包送入成品库。 

3 终冷洗苯工段： 

从硫铵工段来的煤气，进入两台并联洗苯塔与塔顶喷洒的由粗苯

蒸馏工序来的贫油逆流接触，将煤气中的粗苯洗至 4g/m
3以下，然后

将煤气送往各用户（煤气发电、城市煤气）。洗苯塔底富油送粗苯蒸

馏。 

4 粗苯蒸馏工段： 

由终冷洗苯工段来的富油，换热后，进入管式炉对流段、辐射段，

加热至 180℃，进入脱苯塔进行蒸馏。从脱苯塔出来的油汽进入油汽

换热器及冷凝冷却器，所得粗苯流入油水分离器。分离出水后的粗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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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回流槽，经粗苯回流泵送到脱苯塔顶作回流用，其余流入粗苯中

间槽，用粗苯产品泵送往油库装车外运。 

5 脱硫工段 

由洗苯塔出来的焦炉煤气进入脱硫塔，与塔顶喷淋下来的脱硫液

逆流接触，以吸收煤气中的 H2S、HCN，脱硫塔釆用 MTS 工艺。脱

除 H2S 的煤气从塔顶出来经电捕雾器分离液沫后得到净煤气，然后净

煤气送往各用户（焦炉加热、粗苯管式炉、甲醇及合成氨生产、城市

供气等)。 

吸收了 H2S、HCN 的脱硫液及捕雾器分离出来的溶液从塔底流

出，经液封槽进入反应槽，用循环泵送入再生塔，同时自再生塔底部

通入压缩空气，使溶液在塔内得以氧化再生。再生后的溶液从塔顶经

液位调节器自流回脱硫塔循环使用。 

再生塔顶部扩大部分内的硫泡沫自流入硫泡沫槽，通过搅拌、澄

清分层后，清液经检液漏斗返回反应槽，硫泡沬则自流入熔硫釜用蒸

汽加热熔硫，制得硫磺。 

从再生塔液面调节器出口管上引一支管，当脱硫液中 NaCNS 和

Na2S2O3达到一定浓度时，将适量脱硫液引入粗盐原料槽；脱硫液由

原料槽自流入真空蒸发器。真空蒸发器中用间接蒸汽加热，使清液蒸

发至冷凝冷却器；粗盐产品经离心机甩干后得到，装袋成为半成品。 

（4）煤气综合利用系统 

净化后的煤气部分用于回炉加热和城市供气，其余分别进入甲醇

合成工段和合成氨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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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醇工段 

甲醇工段生产工艺分为焦炉气气柜系统、焦炉气预处理及粗脱硫

系统、焦炉气压缩系统、焦炉气精脱硫系统、纯氧转化系统（含转化

气精脱硫）、合成气压缩系统、甲醇合成系统及甲醇精馏系统。 

焦炉煤气脱硫后经出口水封至焦炉气压缩机，送往精脱硫。首先

进入铁钼转化口进行加氢转化，加氢转化后的气体进入中温脱硫槽，

脱出绝大部分的无机硫，送往转化装置。 来自精脱硫的焦炉气，与

废锅来的蒸汽和来自空分装置的氧气加入过热蒸汽后混合进入转化

炉，为甲烷转化反应提供热量。脱硫后的转化气送合成气压缩机，废

水送往污水处理装置。来自转化装置的转化气送往甲醇合成，得到的

粗甲醇在预精硫塔中进行轻组分的分离，再送至甲醇灌区的精甲醇

罐，得到精制甲醇。 

2 合成氨工段 

焦炉煤气制甲醇生产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大量氢气的驰放

气。以甲醇驰放气为原料，采用变压吸附法做为净化及提氢工艺，将

来自甲醇装置的甲醇弛放气和富余焦炉气经过粗脱硫、TSA 后进行氢

气提纯，焦炉气提氢后精脱硫、脱氧干燥后并入甲醇驰放气提氢后的

解吸气管道，氢气纯度可达 90%，CO+CO2≤20ppm，满足氨合成催化

剂的要求；利用甲醇空分装置副产的氮气，经氮压机增压至 14Mpa；

采用可靠的 14MPa 氨合成工艺，将氢气与氮气进行合成。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的工艺流程图如图所示： 



河南省重点企业 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11 

 

图 3-1  生产工艺流程图 

3.1.3 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 

核查组通过查阅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的主要耗能设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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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表及现场勘察，确认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排放设施情况见下表

3-1：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和排放设施统计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及型号 数量 能源品种 

1 常规机焦炉 WKD6050D 型 1 组 2 座 洗精煤、焦炉煤气 

2 管式加热炉 - 2 焦炉煤气 

3 焦炉气加热炉 - 1 焦炉煤气 

4 综合加热炉 - 1 焦炉煤气 

5 20 吨开工锅炉 - 1 焦炉煤气 

6 10 吨锅炉 WNS10-1.25-Q 1 焦炉煤气 

7 燃气轮机 WJ6G1A 6 焦炉煤气 

3.1.4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2019 年分版块工业总产值台账》、《2019 年度

生产统计报表》，确认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2  2019 年度生产经营情况汇总表 

年度 2019 

工业总产值（万元）（按现

价计算） 
365965 

年度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量（万吨） 

焦炭 122.9883 

煤焦油 5.25692 

粗苯 1.52599 

甲醇 9.50213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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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

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平顶山市石龙区关庄村的厂区内的消

耗，不涉及其他下辖单位或分厂。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厂区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排放、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净购入电力隐含的二氧化碳排

放。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相关人员交谈、现场核查，确认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为二氧化碳。 

2019 年企业核算边界、排放源与上一年度比，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要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 
CO2 焦炉煤气 

1 座常规机焦炉、1

台管式加热炉、1

台焦炉气加热炉、1

台综合加热炉、1

台 20 吨开工锅炉、

1 台 10 吨锅炉、6

台燃气轮机 

2 
化石燃料作为原料使

用产生的排放 

CO2 洗精煤 1 座常规机焦炉 

CO2 焦炉煤气 
1 套焦炉煤气制甲

醇生产装置 

3 原料分解产生的 CO2 CO2 原料中碳酸盐 2 座脱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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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料品种 设备名称 

排放 

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

应的 CO2 排放 
CO2 净购入电力 

皮带输送机、破碎

机、水泵、压缩机、

通风机、除尘电机、

办公楼等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

排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中国独立焦化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核算方法：排放因

子法。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和相关计算系数如下

表所示： 

表 3-4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 

燃烧用焦炉煤气消耗量 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焦炉煤气低位发热量 焦炉煤气碳氧化率 

原料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 
碳酸钠使用量及纯度 碳酸钠含碳量 

化石燃料作为原料使

用产生的 CO2 排放 

洗精煤消耗量 洗精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洗精煤低位发热量  

焦炭产量 焦炭单位热值含碳量 

焦炭低位发热量  

焦炉煤气产量  

煤焦油消耗量 煤焦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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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煤焦油低位发热量  

粗苯消耗量 粗苯单位热值含碳量 

粗苯低位发热量  

制甲醇焦炉煤气消耗量  

甲醇产量 甲醇含碳量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

应的 CO2 排放 
净购入电量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洗精煤的消耗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地磅 

监测频次： 每批次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

护： 
每季度校准 

数据缺失处

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与皮带秤测量数据进行交叉核对，两者差距小，经与企业

访谈认为，盘库数据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 

2）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综合月报表的消耗量数据作为

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洗精煤消耗量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

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洗

精煤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1583534 
 

3.4.1.2 洗精煤的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洗精煤低位发热量（GJ/t） 

数值： 29.727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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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洗精煤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3 焦炭产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皮带秤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每季度检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用企业年出焦孔数及每孔焦量 28 吨（厂家推荐值）进行

估算，估算值与盘库数据差距小，企业盘库数据更能反映

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 

2）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综合月报表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

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焦炭产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1229883 
 

 

3.4.1.4 焦炭的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焦炭低位发热量（GJ/t） 

数值： 28.469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焦炭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5 焦炉煤气产量 

数据来源： 生产统计报表 

监测方法： 焦炉煤气监测仪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检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核查组采用回炉煤气、生产过程用煤气、外售煤气加和值

与生产报表数据进行了比对，数据一致； 

2）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生产统计报表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

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焦炉煤气产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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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
3
 51506.5 

 

3.4.1.6 焦炉煤气的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焦炉煤气低位发热量（GJ/万 m
3） 

数值： 167.46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焦炉煤气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7 煤焦油产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煤焦油罐液位计 

监测频次： 每天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 与销售科销售报表、盘库记录进行比对，数据一致； 

2）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综合月报表的数据作为数据源是

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煤焦油产量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

《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煤焦

油产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52569.24 
 

 

3.4.1.8 煤焦油的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煤焦油低位发热量（GJ/t） 

数值： 33.496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煤焦油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9 粗苯产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粗苯罐液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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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次： 每天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3） 与销售科销售报表、盘库记录进行比对，数据一致； 

4）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综合月报表的数据作为数据源是

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粗苯产量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

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粗苯产量

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15259.94 
 

 

3.4.1.10 粗苯的低位发热量 

数据名称 粗苯低位发热量（GJ/t） 

数值： 41.869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缺省值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粗苯低位发热量选取正确。 

3.4.1.11 燃烧用焦炉煤气消耗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焦炉煤气监测仪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检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燃烧用焦炉煤气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万 m
3
 24074.00 

 

 

3.4.1.12 制甲醇焦炉煤气消耗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焦炉煤气监测仪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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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检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无交叉核对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最终确认的制甲醇焦炉煤气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万 m
3
 18804.68 

 

3.4.1.13 甲醇产量 

数据来源： 综合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甲醇罐液位计 

监测频次： 每天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与销售科销售报表、盘库记录进行比对，数据一致；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综合月报表的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

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甲醇产量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企业《排

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的甲醇产量

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95021.28 
 

3.4.1.14 碳酸钠消耗量 

数据来源： 化工厂生产日报表 

监测方法： 地磅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次记录，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每年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使用企业盘库数据进行核对，数据一致； 

2）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化工厂生产日报表的数据作为数据

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碳酸钠消耗量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

与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

认的碳酸钠消耗量如下： 

单位 2019 年 

t 17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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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15 净购入电力 

数据来源： 电业局流水单 

监测方法： 电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电业局负责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1）使用财务发票进行核对，数据一致； 

2）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以电业局流水单的数据作为数据源是

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实的净购入电力符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数据真实、可靠，与

企业《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数据一致。核查组最终确认

的净购入电力如下： 

单位 2019 年 

MWh 49880.00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洗精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54 

数据项 洗精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洗精煤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

合理，数据准确。 

3.4.2.2 焦炭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94 

数据项 焦炭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焦炭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合

理，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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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3 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136 

数据项 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焦炉煤气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数据准确。 

3.4.2.4 焦炉煤气碳氧化率 

数据值 99 

数据项 焦炉煤气碳氧化率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焦炉煤气碳氧化率数据源选取合理，

数据准确。 

3.4.2.5 煤焦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20 

数据项 煤焦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煤焦油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

合理，数据准确。 

3.4.2.6 粗苯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27 

数据项 粗苯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据来源 
《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粗苯单位热值含碳量数据源选取合

理，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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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 甲醇含碳量 

数据值 0.375 

数据项 甲醇含碳量 

单位 tC/t 甲醇 

数据来源 中国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附录 2 表 2.2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甲醇含碳量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

确。 

3.4.2.8 碳酸纳排放因子 

数据值 0.415 

数据项 甲醇含碳量 

单位 tCO2/t 碳酸钠 

数据来源 
《中国发电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附录 2

表 2.2 中的默认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碳酸钠排放因子数据源选取合理，数

据准确。 

3.4.2.9 净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5257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与《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

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的华中区域电网排

放因子缺省值一致。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

版）》中的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其来源合理、可信，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上述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验算了受

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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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年份 种类 

消耗量（万

m3） 

低位发热量

（GJ/万 m3）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GJ) 

碳氧

化率

(%) 

折算因

子 

排放量 

（t CO2） 

A B C D E F=A*B*C*D*E 

2019 焦炉煤气 24074.00 167.46 0.0136 99% 44/12 199024 

3.4.3.2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年份 
碳酸钠消耗量（t） 

碳酸钠排放因子

（tCO2/t 碳酸钠）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tCO2） 

A B G=A*B 

2019 1739.86 0.415 722.04 

3.4.3.3 化石燃料作为原料的排放 

年份 种类 
消耗量(t 或万

Nm3) 

低位热值 

(GJ/t 或 GJ/万

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

含碳量 

(tC/TJ)/(tC/t 甲醇) 

折算

因子 
排放量（tCO2） 

    A B C D F=A*B*C*D 

2019 

碳 

输 

入 

洗精煤  1583534 29.727 0.0254 44/12 4384132 

制甲醇焦

炉煤气 
18804.68 167.46 0.0136 

44/12 
157032 

碳 

输 

出 

焦炭 1229883.00 28.469 0.0294 44/12 3774460 

焦炉煤气 51136.5 167.46 0.0136 44/12 427024 

煤焦油 52569.24 33.496 0.022 44/12 142043 

粗苯 15259.94 41.869 0.0227 44/12 53179 

甲醇 95021.28   0.375 44/12 130654 

合计（碳输入-碳输出） 10714 

3.4.3.4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年份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MWh) 

电力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CO2) 

A B C=A*B 

2019 49880.00 0.5257 26222 

3.4.3.5 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19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9024 

原料分解排放量(tCO2) 722 

化石燃料作为原料排放量(tCO2) 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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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9 年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6222 

总排放量(tCO2) 236682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

的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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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生产部负责。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

作基本良好。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

作： 

- 指定专人负责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 制定了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与

实际情况一致。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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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

合《中国独立焦化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 

4.2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19 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类别 2019 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9024 

原料分解排放量(tCO2) 722 

化石燃料作为原料排放量(tCO2) 10714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6222 

总排放量(tCO2) 236682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比较

如下： 

表 4-2  2018-2019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230794 236682  2.55%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93534 199024 2.84%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16548  16548 -30.89% 

单位产品焦炭排放量（tCO2/t） 0.193  0.192 -0.22% 

由上表可以看出，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单

位产品焦炭排放量逐年下降，从数据分析，只有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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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30.89%，原因为企业加大管理力度，焦炉煤气制甲醇利用提高，

减少使用焦炉煤气，提高甲醇制成率，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大大降低，

其他的都波动不大，没有异常。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其他未覆

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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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描述 
重点排放单位原因分析

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机构根据对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提出以下建议： 

-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

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 建议受核查方根据本次核查要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

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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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  公司简介 

3.  组织结构图 

4.  工艺流程图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6.  主要耗能设备一览表 

7.  计量器具台账 

8.  2019 年度生产统计报表 

9.  2019 年度综合月报表 

10.  2019 年度电力发票 

11.  2019 年度盘库台账 

12.  现场核查照片 

 


